
日前本地有報章指孫明揚患上腎衰竭，他昨早於政府
總部會見傳媒交代事件，證實去年10月底發現腎功能衰
退，需要進行俗稱「洗肚」的腹膜透析將體內毒素排
出，但未有回應腎功能剩餘多少。

較易疲倦但不妨礙工作
孫明揚指洗肚治療在晚上進行，故不會妨礙其工作，

但他承認患病令他精神較差，主要是因為血糖較低，較
易疲倦。他表示，接受治療後身體功能正常，「大家都
知我上星期到過越南、婆羅乃（汶萊）4、5日，證明這
方面的問題不大」。
仍有14個月任期的孫明揚續稱，發現患病後已向特首

匯報。他否認會因病辭任，表示最重要的考慮是自己的
工作能力，「如果我覺得我不能應付現時的工作，自然
會考慮應該點做」。
67歲的孫明揚，為現時最高齡的問責官員，他患腎病

一事惹來外界揣測他能否應付餘下任期。不過，孫公身
邊的同事均「力撐」他患病後仍表現如昔。與孫明揚共
事近3年的教育局政助楊哲安表示，較早前已得知孫公情
況，「每朝8時半都會與局長開會，下午亦經常見面，看
不出他有何改變」。他又指，教育局的同事各自有向孫表
達關心，包括送水果問候孫公。
正在北京訪問的教育局常任秘書長謝凌潔貞亦指，每

星期都與局長開會，認為他思路清晰、指示明確，不覺
得他有病，相信病情不會影響工作。

病後處理多項棘手問題
孫公自患病後處理過不少教育界「棘手」問題，包括

中學自願減班及直資學校風波。過去一年與他就自願減
班多次「交手」的津貼中學議會主席廖亞全認為，孫公
與學界開會時的確面露疲態，但思路清晰。另就學界未
來1、2年仍有甚多重要議題需要解決，包括首屆文憑試

的推行等，廖相信教育局內其他高官可以協助孫公，不
擔心會影響政策的推行。
孫明揚66年加入政府任職政務主任，91年晉升為政務

司，回歸後曾任民政事務局局長、政制事務局局長及房
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期間曾涉及不少具爭議性的政
策，包括清拆皇后碼頭及結束居屋計劃等，07年上任教
育局局長至今。
今年先後有多名高官出現健康問題，其中商務及經濟

發展局局長劉吳惠蘭因第3期腸癌於本月8日宣布辭職、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林瑞麟則於本月接受了「通波仔」
手術、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劉兆佳亦因泌尿系統問題入
院接受手術。

A6 責任編輯：黃楚基 2011年4月28日(星期四)重 要 新 聞
T O P  N E W S

本財政年度首幅土地拍賣，紅磡高山道住宅

地皮昨日下午經過激烈競投，最終以15.25億元

成交，平均呎價9934元，較開價高出約7成，

由地產商南豐及永泰合組財團投得。在本港樓

價位高勢危情況下，地價仍然攀高，主要是由

於低息和熱錢等大環境所決定，高山道地皮成

交價的指標作用有限。由於本港樓價已現泡

沫，若市況逆轉，則可能有泡沫爆破危機。本

港銀行已陸續上調按息，置業者要小心加息風

險。

高山道地皮成為九龍區第五高樓面呎價的地

王，現時區內的二手樓呎價達1.5萬元，市場估

計日後推出市場時，每呎售價會超過1.6萬元才

有合理利潤，這反映豪宅價格仍有飆升趨勢。

值得注意的是，昨日雖然多家發展商均到場，

但可以見到拍賣的中後段多間大型發展商未見

「出手」，反映觀望味道較濃。

豪宅價格飆升，自然會帶動中下價樓的價格

攀升，越來越脫離市民的購買能力。早在去年

8月，里昂證券發表研究報告就指出，當時樓

價為香港人年人均收入的15倍，若以家庭每月

儲蓄30%計算，要46年才能還清一個500平方呎

單位的貸款。香港目前經濟狀況，與70至90年

代大不相同，那時期港人平均每年工資增長可

達15%至18%，較高的樓價可由未來工資增長來

分擔，但目前港人年加薪幅度僅2%至4%，對樓

價上升承受能力更低。

早前東亞銀行發表研究數據指，新落成的大

型單位，自用比率由64%下跌至39%。換言之，

即豪宅新盤高達60%是用作投資或炒賣的。不

僅如此，中小型單位的空置率也在攀升。這一

方面令香港住宅供不應求，另一方面，政府提

出大幅增加住宅供應，每年逾3萬伙新供應，

勢必出現私人住宅過剩。政府在1997年推出八

萬五政策後，1999至2004年間平均每年單位供

應量為2.69萬伙，已將樓價推低七成，今年財

政預算案提出的新供應更多，樓市一旦逆轉，

後果可能比1997年更嚴重。

目前樓市情況與1997年非常類似，當時不少

市民認為大增供應無礙後市，仍然追價入市。

1997年跌市時息口仍有下調空間，令樓價在5

至6年內平穩下滑，但如今情況不同，利率面

對上升壓力，一旦加息，市場需求將減少，可

能有泡沫突然爆破危機。面對樓價位高勢危下

地價仍然攀高，置業者更加要小心後市可能逆

轉。 (相關新聞刊A4版)

台灣昨日發生阿里山森林的觀光火車翻車意

外，導致5人死亡，百人受傷，死傷者絕大多數

是大陸遊客。大陸民眾赴台遊持續升溫，人數

逐年大幅增加，但台灣的景點存在許多安全隱

患，旅遊設施建設和接待能力準備不足，已經

多次出現重大傷亡事故，增加了大陸遊客的旅

遊風險。觀光火車意外再次為大陸遊客訪台安

全敲響警鐘，提醒台灣當局要高度重視提升大

陸遊客的安全保障，切實消除安全隱患，改善

旅遊軟硬件配套，嚴格執行旅遊服務監管，確

保大陸遊客乘興而來，平安而回。

台灣風光旖旎，但是由於經常遭遇颱風、暴

雨、地震等極端天氣，不少名勝地處高危地

帶，潛藏安全隱患。去年10月被稱為「台灣最

美的公路」──蘇花公路因坍方造成20名大陸

遊客失蹤。此次出事的阿里山小火車，有百年

歷史，在台灣有「世界三大登山鐵路之一」的

美譽，但受到「八八水災」的惡劣天氣影響而

多次中斷。阿里山小火車盤山而行，近年發生

重大車禍屢見不鮮，2002年一年之內就發生了6

次車禍，而最嚴重的一次則是在2003年，造成

17人死亡，上百人輕重傷，事發地點與昨日的

車禍相距僅有一百米。這些高危景點通常是大

陸遊客的必經之地，引致人員傷亡在所難免。

自2008年7月大陸居民赴台遊啟動以來，大

陸民眾赴台旅遊人數持續穩定增加。台灣當局

統計，截至2010年12月底，大陸遊客赴台累計

已達182萬人次，已超過日本，成為台灣旅遊業

的最大客源，已為台灣旅遊相關產業帶來超過

910億元新台幣（約250億港幣）的收益與商

機。目前，兩岸正就開放大陸居民赴台個人遊

進行磋商，有望在今年第二季度實現，赴台自

由行勢必吸引更大量的大陸遊客，對台灣的旅

遊接待能力和基礎設施將是一大考驗。大陸遊

客在台遭遇不幸的悲劇一再重演，暴露出台灣

旅遊業的軟硬件配套和應急應變能力都有明顯

不足。

為免台灣旅遊形象受損，更為加強維護大陸

遊客的安全，尤其是在大陸遊客自由行開放在

即，當務之急，台灣當局和旅遊業應吸取教

訓，必須將安全放在重中之重，在擴大規模時

應量力而行，首先要在提升旅遊品質和安全保

障上多下功夫，加強旅遊項目安全管理，切實

改善整體旅遊環境，杜絕類似事件重演，增強

大陸遊客到台灣旅遊的信心。

(相關新聞刊A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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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價攀升的指標作用有限 台灣須提升大陸遊客安全保障

日返工夜洗肚 孫明揚不辭職
稱身體功能正常 同事指表現如昔無異樣

立會將討論政府處理官員健康 周一嶽：腎衰竭亦能正常生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子瑩）高官健康問題近日再次惹起關注。67歲的教育局局長孫明

揚繼今年1月因小腸氣入院做手術後，昨日公開承認去年10月底發現患有腎衰竭，過去半年需在

家中不定期進行「腹膜透析」治療（俗稱洗肚）。他指現時身體功能正常，雖然精神較差，但沒

有影響工作，故不會辭任，並會完成餘下14個月的任期。行政長官曾蔭權表示完全

支持孫明揚留任的決定（見另稿）；孫公的同袍亦「力撐」他，指他魄力如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就教育局局長孫明揚證
實患上腎衰竭，特區行政長官曾蔭權相信，自己「完全
沒有懷疑」孫明揚目前的工作能力，並支持對方繼續工
作的決定，又強調政府各主要官員的職務壓力很大，工
作繁重，各方的壓力也不停增加，希望香港市民多加鼓
勵。

病情無礙履行局長職務
曾蔭權昨日在一公開場合被問及孫明揚的病情時表示，

孫明揚於去年底發覺身體有毛病後，已經告知自己和政務
司司長唐英年，並透露了醫生對其病情的評估，指現時的
情況和治療的需要不會阻礙他履行局長的職務。
他讚揚孫明揚經驗豐富、做事一絲不苟、專業、盡心

盡力、親和力很高，判斷能力又很強，是一位難得的公
職人員，且過去幾個月來工作表現一直很好，沒有長病
假，外訪職務也履行得很好。

望市民給孫公多些鼓勵
曾蔭權說：「他（孫明揚）的看法是基於對自己相當

客觀的評估，加上醫生專業的判斷。我完全同意和支持
他⋯⋯我相信一定要鼓勵孫公繼續他的工作，而我對他
的工作（能力）完全沒有懷疑。我亦希望他保重身體，
遵從醫生的囑咐來做。我也知道，教育局的同事上上下
下都很支持孫公繼續領導。我希望香港市民也給孫公多
些鼓勵。」

現行病情申報機制完善
被問及陸續有問責官員抱恙，是否因壓力過大時，曾

蔭權坦言，無可否認，主要官員的職務壓力很大，尤其
要管理一個大機構，需要能力、魄力和操守，「香港很
少人能夠承擔這職位」。
被問及是否有需要設立高官病情申報機制時，曾蔭權

相信，目前的制度
是完善的，又認為
最重要的還是每名
主要官員染病時，
要評估自己可否承
擔職位，相信他們
自己會判斷及作出
正確的決定；當他
們發覺自己的病情會影響工作的時候，一定會向公眾交
代：「對於這事，你們可看到我們不會疏忽。每位公職
人員都履行這責任，做得很完善。我很相信，現時的制
度是完善的。如果有需要的話，當他（官員）發覺自己
的病情會影響工作的時候，一定會作出正確的決定，而
且向公眾交代。」
有記者問及他有否做身體檢查時，曾蔭權笑 回應

說：「年年都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郝君兒）教育局局長孫明揚患上
腎衰竭，晚上需要做俗稱「洗肚」的腹膜透析治療，雖
然他強調病情不影響工作，但腎科醫生何仲平表示，需
要接受「洗肚」的病人，代表其腎功能剩餘不足10%，
需要每天洗腎，一般可如常生活，但不應該因為公幹停
止，以免影響身體健康，同時應該減少應酬。

治療只能應付3至5年
俗稱「洗肚」的腹膜透析，原理是駁 儀器，將洗肚

水由喉管注入體內，讓血液內的毒素滲入洗肚水再排
出。現時全港約80%腎衰竭患者採用俗稱「洗肚」作為
第一線治療，但「洗肚」治療平均只能使用3至5年，當
腹膜透析功能失效，便要轉為洗血。
香港大學醫學院內科學系講座教授陳德茂表示，接受

「洗肚」的患者多數屬於末期腎衰竭，腎功能約只剩餘
10%，要透過腹膜透析將毒素排出，由於技術改良，患
者可以在晚間「洗肚」，不會影響正常工作及生活，但
「洗肚」不能治療腎衰竭，患者最重要是控制水分吸收。

香港腎臟基金會主席、腎科專科醫生雷兆輝表示，晚
上「洗肚」是治療腎衰竭的最佳選擇，機器會在病人睡
覺期間，為身體清除廢物，翌日早上可以拔走喉管，如
常工作和活動。雷兆輝表示，慢性和末期腎衰竭不會自
癒，但只要進行透析治療，不會太影響生活。雷兆輝補
充，腎衰竭初期無明顯病徵，直至腎功能剩餘20%至25%
時，患者開始會出現疲累、乏力及作嘔等病徵。至於患
者是否應該放棄工作專心休養，雷兆輝表示要視乎病人
意願，有不少腎衰竭病人仍然有精神和能力應付日常工
作。
不過，同為腎科醫生的蔡堅卻表示，腎患者接受腹膜

透析，反映腎衰竭病情已惡化至末期，患者不單容易感
到疲倦，假如4至5天不「洗肚」，健康更可能受影響，甚
至出現神智不清，或因而作出錯誤判斷。

「洗肚」病人腎功能不足10%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教育局局長
孫明揚經傳媒披露，方證實腎功能衰竭，被
質疑在隱瞞事實。曾經患上腸癌的前任律政
司司長、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詩，
以「過來人」身份，呼籲社會各界對問責官
員應「多點同情，少點批判」，並強調官員的
私隱權與公眾知情權同樣重要，期望社會認
真考慮所謂「透明度」的定義及披露的程
度，否則只會再有官員身受其害。

平衡知情權與官員私隱
梁愛詩昨日在一公開活動上，主動重提往

事，寄語社會各界在捍衛知情權之餘，也要
顧及官員私隱，而自己當日正是「身受其
害」：病情未經正式核實，初步的醫學報告
評估已被洩漏，「當時我完成割除腸腫瘤手
術後，自己都未接獲化驗報告，病情已經被
洩漏，那究竟甚麼是透明度，又應該披露至
甚麼程度？」
她續說，大部分問責官員在接受手術後，

均會委託職員代發新聞稿，根本無意隱瞞病
情，只是礙於手術後未能即時處理公布細節
而已，「我當日完成割除腸腫瘤手術，翌日

早上都有致電公司（律政司），吩咐他們出新聞稿，但
自己都未證實是否患癌，是否就要在手術後為公眾尋
找答案，其實做完手術後，又能否做到如此細緻呢？
當然，公眾是有知情權，但是自己未知又點話畀公眾
知？」
就有立法會議員要求政府設立高官患病的通報機

制，梁愛詩回應時強調，倘官員正式公開、傳媒正確
報道，絕對是有利社會的，但她以「家傭出走」為
例，說明官員並不需要將所有私事公諸於世，「好似
我今日屋企個工人走 ，影響都係好大，是否都要通
報？如果官員衡量後，認為可以勝任工作，為何還需
公開所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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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接
連有問責官員證實患病，令社會高度
關注官員健康問題，有議員更建議設
立「高官健康問題申報機制」。政制

事務委員會主席、民建聯主席譚耀宗

透露，委員會早前已要求政制及內地
事務局局長林瑞麟提交有關政府如何
處理問責官員健康問題安排的文件，
並將於下次會議上討論。

市民期望高官員壓力大
譚耀宗昨日表示，隨 社會不斷變

化，市民對政府的期望及要求均有所
提高，增加了問責官員的壓力，加上
大部分局長已步入中年，難免會出現
健康問題，並認為設立副局長和署任
制度有助減輕局長的壓力，但需要進
一步做好分工安排。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黃國健認為，近
期有多名主要官員的健康被發現有問
題，對特區政府的管治形象或多或少

會有影響，特首應盡快作出妥善處
理。

自由黨主席劉健儀表示，當局可考
慮強制或設立規條，如涉及嚴重疾病
而須長時間休息者，就要通報，讓公
眾掌握資訊。

經濟動力議員林健鋒認為，孫明揚
的醫生既認為他可如常工作，大家應
該尊重這專業判斷，又認為很難就高
官染病通報機制定出一條界線。
不過，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就支持

設立通報機制，規定主要官員一旦患
上嚴重疾病影響工作時，必須向外界
公布。民主黨主席何俊仁亦稱，政府
應規定官員倘因患病而影響其工作能
力和判斷力，或要請較長的病假，都
必須主動公布，而政府亦應找獨立專
家評估孫明揚的病情有否影響工作能
力。公民黨前黨魁余若薇更聲言，要
「洗肚」並非小病，故孫明揚應盡快
退休，安心靜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就孫明揚腎
功能衰退，食物及衛生局局長周一嶽表示，
很多腎衰竭病人都能過 正常生活及工作，
又認為孫明揚最重要是好好照顧身體，不要
令病情惡化及出現併發症。
周一嶽昨日在一公開場合被問及孫公病情

時說，他未知孫明揚具體病情，但透露孫明
揚有一位好醫生跟進治療，相信會給予對方
合適意見。
就政府應否就官員身體狀況設立通報機

制，周一嶽認為，最重要是官員的工作能力
是否受影響，倘病情影響表現，相信官員本
身會負責任地向當局及市民交代，故希望公
眾能尊重官員的私隱，又透露自己定期有身
體檢查，不覺得身體有問題，「我每周打一
次壁球，每次可以打超過一小時，不停地跑
步，身體功能正常」。

梁振英：近年官員工作量增
保安局局長李少光在同一場合則指，他天

天跟孫局長開會，相信對方有能力應付工

作，又形容自己身體非常好。
行政會議召集人梁振英認為，近年政府中

高層官員工作特別繁重，除了出差次數增
加，也要在CEPA及「十二五」規劃等方面加
強與內地經濟民生的合作，工作量比以往大
增，香港市民對官員的期望亦提升，雖然副
局長及政治助理能幫手，但根治方法是檢討
現有官員的人手編制，並勸特區班子要減少
工作量，爭取休息。
他又呼籲，公眾應給予空間讓孫明揚休

息，認為目前官員已在內部披露身體情況，
並無隱瞞，希望大眾尊重官員及家人的私
隱，又形容自己「身體好好」，經常耕田及做
運動。
行政會議成員鄭耀棠坦言，當今做政府高

官好似當「沙包」一樣，工作量及精神壓力
均很吃重。倘若外界認為官員需要就健康情
況作出通報，立法會議員也應該設立及遵從
同樣機制，因為議員本身也是履行公職，他
們的健康狀況同樣備受關注。

■孫明揚表
示治療腎病
不影響其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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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蔭權表示，支持孫明揚繼續
工作的決定。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特首力撐孫公繼續工作


